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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區華興段基地公共住宅第四場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7年3月09日 晚上19:00至21:00 

貳、地點:文山區永建區民活動中心 

參、主持人：文山區公所鄭區長裕峯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 

伍、主席致詞及簡報： 

一、會議開始 

各位關心華興段基地的好朋友，大家好!華興段的說明會即將

開始，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與會的貴賓：周柏雅議員王主任、簡舒

培議員吳主任、王閔生議員研究室的陳主任，還有阮昭雄服務處的

馬主任，以及樟新里的歐陽里長。 

今天說明會的程序是主持人致詞、業務單位簡報，簡報完之後

開放給民眾提問，因為時間有限，每個人發言的時間大概是 3分

鐘，2分鐘到的時候我們會響一次鈴、3分鐘到的時候我們會響三次

鈴。 

另外今天有兩位專家學者與會，第一位是中央經濟研究院的李

永展李委員，第二位就是崔媽媽基金會的呂秉怡呂執行長。 

二、主席致詞 

都發局林局長、各位議員、市府同仁，還有我們文山區的各位

鄉親，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市政府到這邊辦華興段公宅說明會，我知道當地所有的居

民對於公宅有一些疑問，等市政府簡報完畢之後，有疑問我們提出

來，希望今天大家可以理性和平的來解決這個問題，大家可以互相

來討論，把我們里民的需求讓市府也知道。按照程序，接下來是業

務單位的報告，7點半到 8點半就是民眾的提問，一個人 3分鐘，今

天發言的應該會有很多人，希望大家按照相關規定處理。 

三、簡報：詳簡報資料 

陸、民眾發言與相關局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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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文山區公所鄭區長裕峯 

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王欣儀議員蔡主任、徐弘庭議員的游主

任也都有到場來關心，以及在地里試院里的廖里長也有到場。 

非常感謝都發局林洲民局長親自來為我們說明，還有交通局針

對我們試院里的交通說明，之前開了幾次的公聽會，鄉親針對我們

木柵地區試院里的交通都有疑慮，今天都發局、交通局都有針對這

一塊來說明，如果說各位還有疑慮的可以提出來，原則上 1個人 3

分鐘，剛剛司儀有講 2分鐘就會開始按鈴、3分鐘就結束，目前有 3

位登記，首先就是我們廖欽銅廖里長，他長期針對這一塊非常關

注，那我們請我們廖里長來發表意見，市府這邊會來回應。 

二、臺北市文山區試院里廖欽銅里長 

我想今天晚上我們大家都來得這麼踴躍，超過百人，看我們鄉

親有什麼疑問，讓鄉親先發言。 

三、周○榮先生 

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想請問一下局長，上次的會議你說資料準

備不齊，還要再跟我們溝通，結果議會那邊的預算編列通過了，這

是怎麼一回事？是欺騙我們百姓還是怎樣，這個等一下麻煩你解釋

一下，你說你還會再找時間來跟我們溝通再送議會，結果元旦的時

候議會就通過了，什麼意思？是欺騙我們這些百姓太好欺騙了是不

是？ 

再來就是這塊地是我們祖先留下來，他是以前國民黨退守台灣

的時候強制徵收，以買賣名義徵收，現在你跟徵收目的不符你要歸

還於民，不然你就去蓋公園我不要跟你爭，你硬要蓋公宅我就是要

跟你走行政訴訟，當初的強制徵收哪一塊是寫強制徵收，哪一個土

地徵收的是寫徵收，一定都是寫買賣。 

四、高○壽先生 

台上的長官、各位議員的主任、各位里民大家好。剛才區公所

區長講一個人講 3分鐘，抱歉不要這樣，我們是從第一次公聽會參

加到現在，叫我們講 3分鐘，乾脆不要講就好了，我們尊重局長剛

才局長也講了 20分鐘。 

局長我不是跟你打槍，我在網路上攔截一份資料，這是去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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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號的新聞，這個興隆公宅，各位里民你們看到沒有，房子蓋得

很漂亮，結果一位孤獨老人死在那邊死了兩個禮拜都還沒有人理，

發局推給社會局，推到最後，變成你們保全的不負責任。 

我們從公聽會第一次到現在，每次都有參加，包括里長辦公室

我們也都有參加，12月 14號都發局的一些官員跟我們說他們準備的

不夠，準備好了再來說明一次，你們政府要來蓋公宅，我們應該是

雙手雙腳贊成，但是演變到後來 12月 22號議會通知，這個預算一

審通過已經進入到二讀，不是說長官要再來說明嗎？怎麼會進入二

讀，一月份又來一次電話，說這個預算三讀通過準備要蓋了，但是

今天開會就是議會附帶一個但書：第一修正公宅工程設計以及週邊

道路改善交通；第二向當地居民妥善溝通；第三妥善溝通後向議會

報告，議會同意後才能動用預算。這是議會的但書，是議會他們打

電話跟我們講的，我敢肯定講，你們今天來是因為議會的但書，如

果議會沒有但書你們就可以要蓋了，我們心平氣和跟你們各級長官

一直這裡開會、辦公室開會，你們還是硬來，對不對，你們是硬

來，建議你們剛才那個交通問題， 交通壅擠要改善交通(鈴響，發言

時間到) 。 

那這樣沒必要開會了啊!我們從第一次公聽會開到現在，公聽

會開幾次你知道嗎？公聽會開幾次、辦公室那邊開幾次，你知道

嗎？我每一次都有到，你叫我講這樣就結束。 

五、臺北市文山區公所鄭區長裕峯 

高先生，你可以第二輪再發言，現場還有沒有人要發言，你可

以第二輪再發言，請你尊重其他參加民眾的發言權。下一位周先生

請先發言。 

六、周○生先生 

首先要請問你們有沒有去地質勘驗?你們有沒有地質勘驗的很

清楚？隔壁黨部現在公寓 7樓，他挖地下室的時候全部地下都是

水，你要知道我們這個地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河灘地你要蓋幾樓

啊？塌掉怎麼辦?旁邊的人怎麼辦?你們可以這麼冒險嗎？說蓋就

蓋，你們沒有公佈說這個地已經調查得很清楚，有沒有？你們說要

蓋就蓋，說要徵收就徵收，現在是民主社會還是共產黨土匪？你們

說怎樣就怎樣，你們議會通過就通過 ，現在是什麼社會我也不知

道，老百姓就隨便你就對了，萬一那邊土地挖下去都是水，把它蓋

起來整個都崩開怎麼辦，嚇死人了，現在地震都會倒，你知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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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這樣就要蓋了？調查報告來再講啦，不然別想說要蓋，我跟

你抗議到底啦！ 

七、高○壽先生 

我補充一點，在 105年的 5月 7號，市政府有公布土地液化

區，那一塊就是。 

八、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林局長洲民 

大家好!我逐一回應。 

我們先到簡報的第 37頁，今天市府每一個事情都是尊重議會

決定，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一定會說明，今天是第四次的說明會，

這個案子 105年議會已經通過預算，這是事實，剛才各位朋友講的

是 107年的但書要充分至地方說明，當然市府就要來充分說明。我

要說的是 105年議會已經通過這個預算，這是第一點。 

我們來談地質，我要跟各位說得很清楚，有一天、也許很快就

是明年，各位的建地就在旁邊，可不可以蓋，我可以告訴各位，可

以蓋這棟建築物 9層樓的兩倍，我告訴各位為什麼，自有人類以來

地球就有土地液化的狀態，如果你仔細看臺北市信義計畫區包括

101大樓附近有液化，但是工程一定可以面對去處理這個議題，我

今天說這句話是公開的說、負責任的說。這個九層樓，各位明天早

上去散步，附近很多建築物比他還高，另外我剛才沒說，臺北市府

為了建築物公共住宅的安全，我清楚地跟各位講，住宅建築的 I值

是 1.0， 臺北市府是 1.25，又再提升因為要更安全，所以地質絕對

是安全的。退一萬步想，我們想要鑽探但是沒有得到各位的同意， 

我今天要講的是，今天還有建築師在場，這個是專業問題專業解

決，答案是這個地方的地質承受 9層到 18層不是問題，這是技術的

問題、是結構安全的問題。 

談到徵收，這個經濟部有回函，他清楚的講這是個買賣，對這

個議題等一下可以就經濟部的這個公文再來討論。 

另外我們要談到的是到底臺北市政府有沒有說謊，我剛才把所

有的內容全部公開，而且會在網站上公開，從過去的高度到現在的

高度、從停車場的數量、從公聽會說明會的記錄，以及來了三次、

今天是第四次。去年 12月 14號我本人來，在那之前很多場合是我

同仁來，有沒有溝通都會知道，要持續的溝通，退一萬步想，今天

整個文山區我剛才有說過，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臺北市府要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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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講實話、不能說謊，我們都有做到，你看看交通，我上次還聽說

有人 12月 14號晚上大罵交通局的同事說你說謊你沒有來，這個交

通局的同事就說我有來，事後你知道、我知道交通局的同事有來，

那天我們交通局的同仁講一句話，我說我們都是好人家的好小孩，

我這些同事等一下晚上回家還要倒垃圾，我們不是來造就各位的壞

環境，我們有這個信念，這個不到 180戶的公共住宅一切順利蓋好

的話，對這個地方是好的，今天晚上這個會議我們持續進行，我先

概要的回應。 

九、臺北市文山區公所鄭區長裕峯 

我們先介紹李慶鋒議員的俊傑主任。那接下來我們請周先生發

研。 

十、周○生先生 

我們一再的希望，就是這個地方已經蓋的有夠擠了，希望有一

個公園能讓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個休閒的處所，你們還要再蓋那麼一

大片，你們已經決定再來跟我們講，那叫什麼說明會？！那等於是

跟我們講要蓋了，等於是通知而已啦。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對不

對？ 

徵收又變成說用買賣的，那個時候我們老百姓也沒有抗議的權

利，現在都把它剷平了，希望有一個公園，你們現在變成說要蓋房

子，別的地方都沒有了嗎？一定要蓋在這個地方那麼擠嗎？這真的

是關我們的事，欺負我們在地的老百姓，你們看之前徵收的土地現

在不是都還有糾紛？都挑我們文山區的？那時候好多地你曉不曉

得？你們都不了解我們這邊的情形，而且你現在要蓋的地區是一個

河口沙灘地，你說你保證，是保證什麼？你 4年任內結束後局長不

做了，我們找誰？我們找下任，下一任說那是上任的，推來推去的

這樣對嗎？不能蓋公園嗎？一定要蓋在這裡嗎？你自己看看我們這

邊多擠？有道理嗎？沒有地方可以蓋嗎？一定要到我們這地方來？

拜託你們好不好...不要這樣子。 

十一、蔡先生 

請問交通局副局長，南環段的臺北市捷運什麼時候動工？新北

市的都已經蓋好了，連動工都還沒有，到現在都還沒確定，現在交

通還能夠改善嗎？文山區的交通那麼混亂，車子塞的要命，南環段

根本連動都沒有動，開了多少次公聽會？到現在連一點動靜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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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要蓋房子？交通都沒有改善蓋什麼房子？ 

十二、高○壽先生 

有一條法令，在蔣經國當行政院長的時候，政府要蓋公宅，以

前是國民住宅，一定要分 10%給弱勢團體，弱勢是什麼人？就像安

康社區。你剛才講說可以提升我們這邊，我們也是歡迎，政府上至

總統府下至各政府都有說，把生活水準提高，我們里民也是很希

望，但安康社區從民國 65年到現在有沒有提升？我請問你。政府要

蓋公宅一定要撥 10%給弱勢團體，蔣經國任內立法院 3讀通過，你

這條法令能夠違背嗎？有沒有辦法違背？這沒有辦法違背嘛？ 

再來一點就是請問一下局長，議會我們都知道已經 3讀通過

了，議會有但書，你們說一定要跟我們里民溝通，你們會不會說明

會開完以後就直接動工？就像上次一樣，說我們跟里民溝通好了，

就要動土了，會不會有這種情形？ 

再來就是交通，我請問交通局的官員，交通壅擠的時候，要怎

麼樣解決？是不是要把使用的道路面積增加出來？這個是一定的。

你把要使用的道路面積增加，道路比較不會壅擠。但是我所建議

的，你們一下子就來 170戶、快 180戶，180戶裡面車子要進多少？

摩托車要進多少？人口要進多少？增加我們這塊地很多的交通問

題，我建議在河堤那邊開一個 3米道路，這邊說明會剛才有看到簡

報，說會影響到怎樣怎樣的，3米絕對保證不會影響到，用那個時

間差來管制，0點到 12點只出不進，12點到 24點只進不出，3米絕

對不會影響到，我以前有建議那個羅總工程司。 

十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林局長洲民 

先說明一下，的確，這個國家是持續的、所有的工作就是一棒

交一棒，您剛剛說蔣經國總統對社會弱勢的關照，現在住宅法當然

還在而且要持續照顧，其實，誠實的說，我不太知道您的問題的背

後涵義，但我清楚的告訴您，混居是全世界的城市包含臺北市是可

以做到的，我現在要告訴您，住宅法越修越合理，大家的人生境遇

不一樣，您剛才提到安康，我告訴您安康六個基地同時啟動，原來

的弱勢會不會照顧？會。比較高收入的臺北市民會進來，我覺得這

就是驕傲的臺北市可以很驕傲的說我這個城市有混居。 

高先生，我告訴您世界上還有一個高傲的城市，叫做巴黎。巴

黎是個高傲的城市，但是超過 10年的混居，現在混居是要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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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說，高收入的市民跟比較低收入的市民是混合居住的，巴

黎沒有暴動，我認為臺北市也不會有暴動。我想就是告訴你，蔣經

國總統他對社會理念的要求，現在的住宅法持續進行，好的這是第

一點。 

第二點，您剛剛提到，議會但書很清楚，4月 9日臺北市府要

對議會報告，議會的組成您知道，有不同的黨派、有 61位議員，這

個基地以及景美調車場基地，臺北市府都會有完整的報告，今天很

多位議員們的助理都在、辦公室的主任也都在，今天還有網路直

播，之後會有民眾的意見，這個民眾是包括今天不在這裡的民眾，

包括我本人親耳聽到他想贊成但他不敢來，也就是說今天的說明還

會有很多意見，我們一併對議會報告。議會的組成我剛才說了，您

也很清楚，市府絕對要遵守議會的但書，對議會報告。 

您剛剛提的混居，是的，會持續的混居，看看安康，安康曾經

是社會上的弱勢，但是這些社會上的弱勢，你給他好環境住，這裡

絕對未來會有很多第一流的臺北市民，以上。 

十四、臺北市政府交通局陳副局長榮明 

各位鄉親好，我也算是試院里的里民，針對剛剛的問題，分成

兩個主要部分來談，第一個是捷運的部分，當時我第一次聽到公宅

裡民眾反映，就回去跟捷運局的同仁講，後來談一談之後，捷運局

就留下來，然後剛剛鄉親有談到南環線跟北環線，我可跟大家講南

環線跟北環線已經送到行政院去了，所以市府在最近也會去跟行政

院做一個具體性的溝通，盡量能在這次的案子裡面早一點下來，同

時不是只有南環線跟北環線，這個捷運將來開的時候是直接可以到

達內湖的，不是只有到動物園站，這個是市府目前正在積極規劃的

地方。 

第二點是剛剛有民眾談到河堤的部分，這就是一種生活上的、

品質上的要求，你的家前面是要面對堤防或是要有一個通道綠地，3

米不是說不好或是怎麼樣，但是你要面對的是一道圍牆的堤防或是

你要面對一個斜坡綠地的堤防，這個是大家選擇上一個很重要的決

定，對我來講，我就比較想要一個斜坡綠地的堤防。 

我跟都發局同仁談到說這個地方的民眾基本上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停車問題，所以林局長剛剛談到有一些基本上的特殊停車配套

來開放的，就是當時大家的共識，把量體降下來，停車也考慮到大

家的需求，以上回答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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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林○清先生 

各位鄉親各位鄰居大家好，我接著剛才交通局長官的發言繼續

補充，謝謝你是我們試院里的居民，你對我們的生活一定很了解，

而且我們每次開很多會，其實大家反應的都是交通問題，大家一直

在提一個問題，其實我們最大的感受就是進出一直很不便，開車也

是很不方便的事情，你說要找停車位，我們就是希望有捷運進來。 

我上次在公聽會有提過，是不是可以從我們這邊搭一個便橋，

直接通到大坪林站，上次開公聽會的時候我很不高興的就是當會議

結束我們在跟交通局局長反應的時候，我們三個都是六、七十歲的

老先生，跟他反映說我們要做怎樣的空間，結果他的態度很差，調

頭就走，很像覺得我們很煩，很不耐煩地去聽。我這次看到你們計

畫裡面有提到跨越天橋之 Y5站，我想再請問一下 Y5站什麼時候可

以完成阿？你是不是可以先解決我們一直反應交通的問題，就是因

為我們進出很不方便，希望可以不要開車可以搭捷運，公車可以不

用等那麼久，你們甚至可以在我們這邊劃一個新的陸橋，讓人可以

走的，不是車子可以過去的，只有行人可以走的，讓我們可以到大

坪林站，可以很方便的進出，可以減少我們對外交通的不方便，如

果有這樣子的話，我相信大家里民接受度就很高。我私下都問過很

多這邊的鄰居，這是很好的建議，可是我不曉得說為什麼 Y5一下

子就劃過去，我上次講的時候竟然一下子就給我打槍，他說這個量

體太大，不可能啦，這個要臺北市、新北市溝通，為什麼你們官員

你們畫圖那麼方便，為什麼我們老百姓講話的時候就這樣子打槍

呢，然後又講什麼 Y5站，又講要多少年，可不可以先解決我們目

前的問題，謝謝。 

 十六、喻 ○生先生 

大家好，我是住在巷子口和興路 6巷 2號 7弄，我想這塊地現

在要把它拿來蓋社會住宅，大家對地質有疑慮，你說可以蓋我說不

能蓋，能不能夠先請都發局你們先編經費，我們先做個地質鑽探，

很快一個月就可以做完了，然後把這個結果告訴我們這塊地能不能

蓋，不能蓋就算了，能蓋我們再來開，這個後面繼續再來溝通，謝

謝各位。 

十七、周○榮先生 

沒有錯，土地都是買賣的，當初國民政府退守臺灣的時候，誰

敢不給他，我爸爸他一直很懊惱，沒辦法反抗，不給也不行，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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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寫用買賣的沒有錯，我也有去領出來看了，國民政府退守的時候

是多麼惡霸，他要的地方誰敢不給，我爸爸如果不給就沒有現在的

我了，早就已經葛蛋、葛屁了啦!沒有我站在這邊來為他來爭取這塊

地回來。你今天是說用買賣，上面是寫買賣沒有錯，他要你敢不給

他嗎？如果今天說要蓋公園，要蓋公園我就不要去跟你行政訴訟，

如果要蓋公宅我就跟你走行政訴訟，大家覺得怎樣？要不要蓋公

園？蓋公園我就不要爭，要蓋公宅我一定跟你爭。 

 十八、臺北市文山試院里廖里長欽銅 

難得今天試院里鄉親來得這麼踴躍，雖然不多但也有上百人，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話要說，就從剛剛看那個什麼 CCTV、什麼現

場那個錄影的，錄那個幾部車的，傍晚那個垃圾車的時候你有沒有

來錄？垃圾車來的時候這邊一停停到木柵路，到第二站就停到我們

辦公室前面，我講的是有時段的，你剛剛放那個早上七點，我記得

以前當警察交通指揮重點時段是七點半到八點半，七點那個時候還

在睡覺、還在洗臉。那垃圾車來的時候你沒有來錄，國家考場考試

的時候你沒有來錄，還說什麼調整秒數，104年年底一直講講到現

在，還在講調整秒數；第二點就是前一陣子有提到，雖然剛剛局長

也講得很清楚，說這個東北側道路要拓寬要截彎取直，土地公廟那

個山頭要拓寬，停車場要變更為公園，可是你說 108年才編預算，

107年就要動工，這個政府講得誰能相信阿，那個公廟最小的弟弟

跟我說 16歲就聽說要拓寬，到現在 66歲了，經過了 50年，你說這

個誰相信誰。再來你說內部拓寬這個我們當然也非常滿意，希望說

能夠拓寬完成，但是什麼時候拓寬，預算都在 108年，你 107年就

準備來蓋了，這個就讓人家感覺懷疑。再來就是第三點，我們坦白

說我們沒有反對公共政策，但是從頭一開始到現在，交通你都沒有

解決，沒有拓寬，我們還拋了一個抽水站弄一個高架橋你都沒有辦

法做，交通問題你們都沒有誠意解決，沒有施作，而且一再地派人

來打擾我們，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反對興建。 

十九、周○生先生 

最後呼籲在場有議員代表來旁聽的，拜託你們回去在議會幫我

們鑽研一下好不好，支持一下我們好不好，各位議員拜託你們好不

好，幫我們一下，不要蓋公宅給我們一個公園好不好？請各位議員

替我們在議會發言，好不好！ 

二十、臺北市交通局陳副局長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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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有民眾談到，Y5銜接的部分技術上要如何去銜接？這個部

分要整體考慮，我們這邊要過去新北那邊要怎麼接也是要考慮的，

這個部分我們會跟新北市再做溝通，用怎樣的方式來銜接會好一

點，至於木柵路那個調整秒數，交工處會隨著交通狀況來調整，這

是一般的方式，目前來講是可以的，至於道路開闢部分，簡報提到

兩條都會去開闢，另外就是剛剛里長講到的高架橋，要連接會有某

個程度上的困難，因為他還有包括高程的問題，主要是有這個因

素，所以是技術上的問題，這樣子銜接會讓那裏的住宅受到很大的

影響，最主要是這樣，不是單獨考慮一個因素，也要考慮附近民眾

進出的影響，生活品質也要考慮進去，謝謝。 

 二十一、臺北市都市發展局林局長洲民 

各位朋友大家好，107年的但書其實講得很清楚，就是 4月 9

號議會開議以後，臺北市政府要對議會報告，預算始得動支，這個

預算包含鑽探的預算，也就是說今天我們說明會之後，今天很多議

員們的主任出席，也都看到了這個過程，包含網路直播，也會一再

的重播，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紀錄，如同我剛才說的，還包含今天沒

有來的朋友們，他們的意見我們也會了解。4月 9號開議以後，臺北

市府會對議會報告，走過這幾年的努力，如同我說的這個預算是

105年議會通過的，107年我們必須在 4月 9號對議會報告，這個也

是我們該做的，市府會持續努力，今天也謝謝各位給我們這個機

會，把這個設計的好處跟優點，量體容積跟社福設施，地質安全以

及交通議題等，都有盡我們的能力跟各位說明，以上，謝謝大家。 

柒、專家學者 

一、中華經濟研究院李委員永展 

局長、區長、還有我們文山區的夥伴，這邊我上次也有來參加

過。 

我在內政部的都委會時候，也特別提到公共住宅的議題，我們

就抽絲剝繭。第一個，原先其他的場次都很擔心的是房價問題，後

面的幾場大家都比較舒緩，因為大家都可以去實價登錄，可看出其

實公共住宅的興建並不會影響到房價，這問題聽起來今天大家也沒

有反應這問題。 

再來的確很多人關心的是交通問題，剛剛交通局也說明了，第

一交通並沒有變得更不好，當然可能是各位的技術講法就是 D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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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級都沒有變不好，這個是我們內政部審查的時候都會關心的議

題，一定不能比現在更不好。第二個未來還做了一個天橋準備接到

Y5站，可以解決、鼓勵大家用大眾運輸的方式轉乘，就不會造成交

通的惡化。第三個，剛剛局長也特別提到都市計畫的變更，甚至於

說以後可以做一些路幅的調整，所以交通的問題我在當內政部都委

會的同時，也都關注這個議題，因為大家都感同身受。 

最重要的一點，其實我上次來的時候還不敢這樣的肯定，但剛

剛林洲民局長講了一個重點，就是從原來的 18層樓 411戶調降到 12

層樓的 254戶，到目前為止變成 179戶是法定容積，法定容積的意

思是說即便是退一萬步拍賣出去給民間去蓋，至少可以蓋到那麼

高，剛剛局長說，那如果再透過都市更新它可能可以蓋到兩倍，所

以就這個角度來講，臺北市政府真的做了一個很大的調整，簡單的

來講即便這個不蓋公宅，以後的任何人取得，它至少都能夠蓋這麼

高，可是市政府沒有再利用任何容積獎勵部分往上蓋，我覺得這已

經是一個很大的調整，今天我來了也相對比較寬心。 

第二個各位鄉親再想一下，這塊地是因為是買賣的，剛剛財政

部國產署說的很清楚是買賣的，所以就不會造成有沒有違背當初土

地徵收買賣目的，其實就法論法，真的沒有。所以既然是買賣的它

也可以標售，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如果標售給民間的開發建設公司

的話，各位都知道它可能就會被蓋成豪宅，不是好宅，也就是那個

開放空間就是自己社區才能使用，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它可能就不

會提供相對公益設施，剛剛局長有提到這裡至少會有 60%是提供給

當地居民的停車空間，另外當地的文山區居民也可以優先來申租，

至少只租不售。 

我覺得這些的公共利益跟能夠讓更多的青年朋友願意到臺北市

來就業、安心的就業、安心的住家，我覺得對我們臺北來講不只是

一個安定的力量，也是一個創新的力量。 

簡單的比較，開放給私人公司來建設所造成的外部衝擊或公共

效益的比較，相對於公共住宅，從今天整個大的方向來講真的是比

上一次更進步了，相對來講也真的是多了公共性。 

二、崔媽媽基金會呂執行長秉怡 

台上與會的各位前輩先進以及台下的各位鄉親，我本身是住在

興安里 23鄰，就是景興小學那邊，從民國 69年就住在文山區了，

到今天已經 38年了，從剛剛的角度來看整個計畫，經過這幾次的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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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看起來是有滿大的調整跟改變，當然也從我們台下的鄉親對這部

分有一些潛在的疑慮或是有一些問題還沒處理，這部分或許試著大

家做更多的釐清跟溝通。 

坦白講市府目前給的方案相對應給社區的調整，這部分調整的

幅度算是不小，這樣的調整到底是否符合社區或接受，或許我們可

以聽聽更多夥伴的意見，也抱歉的是我前三次不是我出席這樣的場

合，所以我沒辦法掌握前面比較的狀況，從今天整個的資料來看，

事實上是有做比較大的調整。謝謝。 

捌、總結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鄭區長裕峯 

謝謝我們林局長、各局處的說明，如果沒有要補充的，那今天

說明會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